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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 要 

壹 創世記二章九節的兩棵樹—生命樹與善惡知識

樹—代表兩種生活的原則： 

貳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是憑着裏面的生命，不是憑着

外面是非的標準；我們生活的原則是裏面的而不是

外面的： 

叁 我們若要按照生命的原則生活，就需要分辨靈與

魂，並且認識靈—來四12，林前二14～15： 

肆 我們要按照生命的原則生活，就需要跟隨生命內

裏的感覺—羅八6，弗四18～19，賽四十31： 

伍 我們若照着生命的原則而活，我們辨識事物，就

不會照着對錯，乃照着生命或死亡—林後十一3： 

 

週一 9/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禱讀 

創世記2:9, 17 

9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，可以悅人的

眼目，也好作食物；園子當中有生命樹，還有善惡

知識樹。 

17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喫，因為你喫

的日子必定死。 

約翰一書5:11-13, 20 

11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，這生命也是

在祂兒子裡面。 

12人有了神的兒子，就有生命；沒有神的兒子，就

沒有生命。 

13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，要叫

你們曉得自己有永遠的生命。 

20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，且將悟性賜給我

們，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的；我們也在那位真

實的裡面，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裡面。這是真

神，也是永遠的生命。 

約翰福音5:39-40; 6:35, 57  

5:39你們查考聖經，因你們以為其中有永遠的生

命，為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。 

5:40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。 

6:35耶穌對他們說，我就是生命的糧，到我這裡來

的，必永遠不餓；信入我的，必永遠不渴。 

6:57活的父怎樣差我來，我又因父活著，照樣，那

喫我的人，也要因我活著。 

 

晨興聖言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第二週, 週一 

團體閱讀 《生命樹》第十六篇神終極目的的實現 

 

週二 9/27 

創世記2:9, 17 

9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，可以悅人的

眼目，也好作食物；園子當中有生命樹，還有善惡

知識樹。 

17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喫，因為你喫

的日子必定死。 

以弗所書4:17, 22-23 

17所以我這樣說，且在主裡見證，你們行事為人，

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裡行事為人， 

22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，脫去了舊人，這舊人是照

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； 

23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， 

約翰福音1:4  

4生命在祂裡面，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 

約翰一書2:25; 5:13 

2:25祂所應許我們的，就是那永遠的生命。 

5:13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，要

叫你們曉得自己有永遠的生命。 

約翰福音11:25 

25耶穌對她說，我是復活，我是生命；信入我的

人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； 

馬太福音7:14 

14引到生命的，那門窄，那路狹，找著的人也少。 

 

晨興聖言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第二週, 週二 

團體閱讀 《生命樹》第十六篇: 神對生命樹的目的 

 

 

週三  9/28 

羅馬書8:6, 11, 14-15 

6因為心思置於肉體，就是死；心思置於靈，乃是

生命平安。 

11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，若住在你們

裡面，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，也必藉著祂住在

你們裡面的靈，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。 

14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 

15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役的靈，仍舊害怕；所受的乃

是兒子名分的靈，在這靈裡，我們呼叫：阿爸，

父。 

約翰福音3:15-16 

15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。 

16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

信入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遠的生命。 

約翰一書3:14 

14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不

愛弟兄的，仍住在死中。 

申命記30:19 

19我今日呼喚天地向你們作證；我將生命與死亡，

祝福與咒詛，陳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揀選生命，

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； 

 

晨興聖言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 第二週, 週三 

團體閱讀 《生命樹》第十六篇: 在約翰福音中神的

目的 

 

 

週四 9/29 

希伯來書 4:12 

12因為神的話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兩刃的

劍更鋒利，能以刺入、甚至剖開魂與靈，骨節與骨

髓，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 

羅馬書8:16 

16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。 

提摩太後書 4:22 

22願主與你的靈同在。願恩典與你同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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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林多前書6:17 

17但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。 

哥林多後書3:16-18 

16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，帕子就幾時除去了。 

17而且主就是那靈；主的靈在那裡，那裡就有自

由。 

18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，好像鏡子

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，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

形像，從榮耀到榮耀，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。 

 

晨興聖言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 第二週, 週四 

團體閱讀 《生命樹》第十六篇:  啟示錄中的生命

樹和生命河，為著生命中的變化，以及

生命中的建造 （第 1-4 段） 

 

週五 9/30 

羅馬書8:6 

6因為心思置於肉體，就是死；心思置於靈，乃是

生命平安。 

以弗所書4:18-19 

18他們在悟性上既然昏暗，就因著那在他們裡面的

無知，因著他們心裡的剛硬，與神的生命隔絕了； 

19他們感覺既然喪盡，就任憑自己放蕩，以致貪行

種種的污穢。 

以賽亞書40:31 

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；他們必如鷹展翅

上騰；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 

約翰一書2:27 

27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，住在你們裡面，並

不需要人教導你們，乃有祂的膏油塗抹，在凡事上

教導你們；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，不是虛謊的，你

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，住在祂裡面。 

猶大書20-21 

20親愛的，你們卻要在至聖的信仰上建造自己，在

聖靈裡禱告， 

21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，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

憫，以至於永遠的生命。 

歌羅西書3:15 

15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仲裁，你們在一

個身體裡蒙召，也是為了這平安；且要感恩。 

腓立比書 4:6-7 

6應當一無罣慮，只要凡事藉著禱告、祈求，帶著

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； 

7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裡，

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。 

 

晨興聖言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第二週,  週五 

團體閱讀 《生命樹》第十六篇:啟示錄中的生命樹

和生命河，為著生命中的變化，以及生

命中的建造 （第 5-8 段） 

週六 10/1 

哥林多後書11:2-3 

2我以神的妒忌，妒忌你們，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

一個丈夫，要將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。 

3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，失去那向著基督的

單純和純潔，就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。 

約翰福音 14:15-17 

15你們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誡命。 

16我要求父，祂必賜給你們另一位保惠師，叫祂永

遠與你們同在， 

17就是實際的靈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為不見

祂，也不認識祂；你們卻認識祂，因祂與你們同

住，且要在你們裡面。 

以弗所書4:29-30, 32 

29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

的好話，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。 

30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，你們原是在祂裡面受

了印記，直到得贖的日子。 

32你們要以恩慈相待，心存慈憐，彼此饒恕，正如

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。 

 

晨興聖言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第二週,  週六 

團體閱讀 《生命樹》第十六篇:啟示錄中的生命樹

和生命河，為著生命中的變化，以及生

命中的建造 （第 9-結束） 

 

主日 10/2    哈利路亞, 榮耀歸主 

馬太福音 17:1-8 

1 過了六天，耶穌帶著彼得、雅各、和雅各的兄弟

約翰，暗暗的領他們上了高山， 

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，臉面發光如日頭，衣服

變白如光。 

3 看哪，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，同耶穌談

話。 

4 彼得對耶穌說，主阿，我們在這裡真好；你若願

意，我就在這裡搭三座帳棚，一座為你，一座為摩

西，一座為以利亞。 

5 他還說話的時候，看哪，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

他們；看哪，又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，說，這是我

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祂。 

6 門徒聽見，就面伏於地，極其害怕。 

7 耶穌進前來，摸他們說，起來，不要害怕。 

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。 

 

詩    歌 中文大本詩歌  第534首 

 

參讀: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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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柝聲文集 第 56 冊 兩種生活的原則 418-432 頁 

哥林多後書生命讀經 第 53 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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